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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以弛：创造更多10年与30年
A3

■ 丁玉萍 胡强

217 口油井，8 座计转站，864 台套设备，

12 名职工，撬起了年产 82.4 万吨稠油产量，

实现了西北油田管理人员最少、人均产量最

高、人均效益最高的管理目标。

人均边际贡献 1406 万元。西北油田采油

二厂采油管理二区继去年四季度名列中石化

集团公司“人均边际贡献率”第一后，今年再

次刷新纪录。

2018 年 2 月，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二区（以

下简称“二区”）“区块经营承包示范区”挂牌

成立，由河南油田采油一厂承揽二区全部井

站的“生产运行”和“一组一中心”两项大包内

容。两年半时间过去了，二区业务大包在探索

新型采油管理区运行模式上迈出了新步伐。

区块还是那些区块，人还是那些人，业务范

围也没有太大改变，为何能催生这么大的改变？

“如果说以前‘包产到户’激发的是农民

积极性，焕发的是农业生产活力，我们今天的

业务大包，调动的甲乙双方的积极性，提高的

是生产时效、管理水平和综合效益，与此有异

曲同工之妙。”采油二厂厂长张炜一语破的。

瘦身健体“大手术”
提质增效添活力

在国际油价暴跌、油藏开发矛盾加剧、成

本管控难度增大等诸多矛盾叠加的严峻形势

下，采油管理二区逆势绘出“一升一降”两条

曲线，“升”的是生产能力和效益，“降”的是实

实在在的成本。

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包后，管理二区

通过体制机制的优化调整，持续“瘦身健体”

提质增效取得的新成效。

在采油管理业务外包的框架下，该厂对

机构设置进行“大手术”，分别从“现场生产

运行”、“一组一中心”业务和采油管理区相关

“生产经营业务”三方面，进行分步骤、有计

划、逐步外包，实现从“现场操作人员队伍外

包”，扩大至“一组一中心管理人员整体大

包”，最后再到“其他生产经营业务分步骤逐

步整体外包”的“油公司”管理模式。

通过大包，该区在管理模式上实现了两

个转变：由经营管理者变为管理者，生产运行

业务由自己管变为包给河南一厂项目部管；

职能由主体管理向业务监督转变，由管全面

变为管核心，通过抓现场指导、检查、考核、协

调，以目标和结果来统筹管理乙方队伍。管理

模式的改变，促进了管理结构的优化，“一组

一中心”用工优化 6 人，二区把管理者队伍精

干到 12 人，做到了用人最少。

二区管理团队精干到 12 人，人工成本由

原来每年的 667.24 万元下降到 483.61 万元，

区域内用工成本降低 27.5%，节约用工成本

183.6万元，实现了成本最低的管理目标。上半

年，管理二区效益指标位列三个管理区第一。

“瘦身”不仅仅是人数“瘦身”，更是管理

“瘦身”。生产流程由原先的采油厂机关、采油

管理二区、油田专业服务队伍之间的多层级

指令传达，简化成采油厂直接面向油田专业

服务队伍，实现了管理扁平化。

2019 年，采油管理二区产稠油 82.4 万

吨，日产 2258 吨，人均产量 6.87 万吨，实现了

人均产量最高、人均效益最好的管理目标。今

年上半年，通过开展采油工程、生产运行、地

面工程建设、安全环保、成本管控五项提质提

速活动，措施增油 1.53 万吨，新井投产增油

0.25 万吨，掺稀优化节约稀油 6354 吨，增效

300 余万元，二区效益最好实至名归。

跷跷板上找平衡
大包包出新气象

由以前的“保姆式”管理模式，到今天的

考核监督+自组织的管理模式，由管全面变为

管核心。如何在不断变化和复杂现实的跷跷

板间寻找平衡，考验的不仅是决心、勇气，更

需要智慧和魄力。

在生产运行业务一体化外包进程中，采

油二厂不断探索完善“融合式共建”工作机

制，在二区“一亩三分地”上，包出了活力，包

出了水平，也包出了能力和效益。

大包前，采油管理二区生产运行业务全

靠自己管，大包后，重点抓好监督考核和激励

引导，用目标和结果约束乙方队伍。

“包必须在一定的监管和监督之下，我们

要做到包管并重，但是也要做好激励引导。”

二区总监李安国这样说。 咱下转 P2暂

■ 陈金燕

9 月 9 日，由贵州省贸促会（博览局）主

办，以“展示全球佳酿·促进合作交流”为主题

的第十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正式开幕。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

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商务部副

部长钱克明，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柯良栋，主宾

省湖南省副省长何报翔致辞；主宾国希腊农业

发展和食品部部长马基斯·沃里季斯、国际葡

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保罗·罗卡·布拉斯科、

国际酒企代表达立奥·梅内戈立视频致辞，部

分驻华使领馆官员和国外知名酒企负责人发

来寄语视频；省领导刘晓凯、赵德明、孙永春等

出席；副省长胡忠雄主持开幕式。茅台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高卫东在会上发言。

茅台集团保健酒业公司盛装亮相本次酒

博会，公司携自主品牌“茅台不老酒”系列产品

及其总经销品牌“台源酒”“茅乡酒”“茅源酒”

“茅坛酒”“华盛名酒”等核心产品，获得巡展的

各级领导赞赏与肯定，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

和青睐。公司最新发布上市的“茅台不老酒”同

道同德系列更是新增 100多条意向数据，并现

场拿下共计 100多万销售额的订单。

在开幕当天上午的巡展环节，茅台集团

高卫东、高山等领导到“茅台不老酒”展区参

观品酒。连续畅饮两杯后，高卫东表示了对保

健酒业公司的关心和认可。

保业健酒公司作为参展商之一，公司领导

班子高度重视本次酒博会。酒博会开幕前一天，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范庆华，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郑悄然、姚晓波，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周辉等领导率队赶往活动现场，对公司

产品各展区相关筹备工作进行指导。

“健康生活，我们共同追求”是保健酒业公

司转型发展以来持续坚守的经营理念，作为茅

台集团内唯一具有差异化的酒类子公司，“茅

台不老酒”以独特的设计理念、醇厚柔和的口

感以及高品质酿造的酒体等特点在酒博会脱

颖而出，获得各界人士点赞。现场前来品酒咨

询的消费者络绎不绝，纷纷留下联系方式或名

片，展区工作人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此次酒博会上，“茅台不老酒”系列产品

和总经销品牌展区布局广，除了中国名酒馆

2 号馆茅台集团各子公司产品展示区外，在

会场大厅外还专门设立了销售展区。该展区

以中国酿酒大师季克良所题的“茅台不老酒”

五字为背景，伴以厚重的茅台文化，展示了青

春的魅力。众多消费者纷纷驻足拿起“茅台不

老酒”拍照留恋。此外，位于 3 号馆和 4 号馆

的“台源酒”“茅乡酒”“茅源酒”“茅坛酒”“华

盛名酒”同样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参观品尝。

据了解，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届酒

博会创新采取线上形式举办，并配套举行线

下酒类博览会，活动为期 5天。线上集展览展

示、供采对接、直播营销、洽谈交易为一体，共

设进口酒展区、白酒展区、葡萄酒展区、啤酒

展区、果酒和黄酒展区、保健酒和配制酒展

区、涉酒全产业链，组织参展商 500-1000 家

(其中境外参展商 200-500 家)在线参展。线下

共设置展馆（展区）8 个，展览总面积在 50000
平方米以内，会场设置标准展位 1500 个，主

要展示内容有酒类产品，涉酒全产业链相关

材料、技术和设备，酒类衍生品，酒产业工业

旅游，酒文化产品等。

到哪，都要成为铁军
■ 张野

早上 8 点，天微亮，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

的野外营地上，3 摄氏度的气温让这里的清

晨有些微凉。

这个在茫茫沙海中不起眼的营地，是东

方物探西南分公司山地物探项目部二、三联

队承担的果勒东域区三维地震项目的前哨基

地，也是测量工程中心四队挑战沙海、保障后

续施工进度的一个重要支撑点。项目位于塔

里木盆地塔河南地区，是碳酸盐岩油气藏今

后几年上产的主力区块。

从裹满沙尘的被窝中醒来，黄勇紧了紧披

在身上的棉衣，沿着几排帐篷搭建成的简陋营

地巡视起来，昨夜那场不算小的风沙让他担心

固定帐篷的钢钎和沙包有没有松动和泄漏。

截止到 9 月 21 日，测量四队完成了对项

目周边的油气井场、油气管线、大钻公路、井

间动力线等障碍的实测。通过实测，结合安全

距离要求，根据技术设计偏移规则要求，发现

因大钻井场、油气设施、高压线等障碍偏移或

转移激发点 272 个；个别检波点在沙丘上，因

为经常受风吹出现移动，可能导致交叉区域

放样成果与原成果有一定偏差等问题。

项目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得益于测量

四队党支部以主题为“精彩在岗位演绎”的劳

动竞赛活动。活动将项目提质增效、党员责任

担当结合在一起，针对沙漠施工特点，号召全

体党员适应从高陡山区到荒漠平地，从山地

铁军向沙漠铁军的角色转变，实现上得绝岭

战苍穹，入得沙海行大漠的华丽变身。同时，

针对项目的先锋示范引领作用，16 名党员分

别作出了认责承诺并进行公示。

严伟作为党员先锋岗，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自己的承诺，他在给支部的决心书中表示，所

带领的 3个班组在项目正式启动后，将全部承

包深入沙漠腹地的测线。在完成障碍施测的同

时，他们的班组还重点开展了利用日月星辰判

断位置、沙尘暴躲避技巧、沙漠地区高负重情

况下行走及饮水技巧等实用案例学习。

杨小东作为西段党员责任区负责人，主

动承担起周边 70 多条测线推土机作业点规

划、6 个材料接送点、作业班组设备进场的后

勤保障、对外协调等工作。半个月下来，他在

工区的辗转行程近 4000 公里，蜂窝状沙丘、

条带状沙丘、圆包状沙丘、小型沙丘各有什么

不同，该设置多少高度的测量标识、车辆行驶

该注意的事项等他都一一整理成册，作为培

训资料给大家进行讲解。

“轮休了 5 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才盼到

复工复产，人都憋不住了，原来自己魂牵梦系

的还是西北这片热土。”

“自 2018 年第一次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施

工，这是第三次了，不管到哪，我们都要成为

铁军！”

各岗位参战人员高昂的士气，为即将启

动的果勒东域区三维地震项目奠定了必胜的

信心。

茅台保健酒业公司携自主核心产品
盛装亮相第十届酒博会

业务大包激发创效新动能
———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二区区块经营承包纪实

荫甲乙方党员共建促融合，凝聚了“战寒冬、求生存、谋发展”攻坚战的强大合力

荫酒博会开幕式现场

筲回首来时路 郁郁满芳华 筲迈步新征程 砥砺再出发

国内“玻尿酸”供应商
齐聚 A 股
■ 杨晓波

作为医美行业上游企业的爱美客将在 9
月 28 日登录创业板上市，加上此前登陆科创

板的华熙生物和昊海生科，国内“玻尿酸”三

巨头齐聚 A 股。

爱美客的招股说明书发出后，高毛利、产

品单一成为市场人士热议的话题。

医美流行于欧美，近年来随着大众对自

身颜值关注度与要求不断提高，“颜值经济”

持续升温。据艾瑞咨询统计，2019 年我国医

美用户已达 1367.2 万人，预计 2023 年将达

2548.3 万人。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也显示，医

美市场 2014-2018 年复合增长率为 32.3%，

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华创证券研分析称，随着收入水平提升、

人口老龄化、人们对美的追求、对医美的接纳

程度提高，以及颜值经济学效应，未来医疗美

容服务的消费群体料将拓宽，非手术类偏“快

餐式”医疗美容服务预计更获青睐。兴业证券

也认为，医美行业未来享有确定性增长前景。


